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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现金收购Le� Bélier� S.A.（以

下简称“百炼集团” ）控股权，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2020年1月6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

议案》等议案，公司拟分别在中国佛山、德国、法国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最终由法国特殊

目的公司实际实施对百炼集团的收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9日、2020年1月7

日、2020年1月22日、2020年3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公司

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

相关公告。

二、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子公司广东文灿投资有限公司收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

资项目备案通知书》（粤发改开放函〔2020〕452号），本次收购百炼集团项目已获得广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收购项目涉及的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商务厅的境外投

资备案程序已经完成， 获得前述主管部门的境外投资备案是本次收购项目实施所需的审批

程序之一，根据公司与本次收购交易对方签署的《股份购买协议》，本次交易的完成尚需以

下列先决条件满足为前提：

（1）法国外商投资审查通过；

（2）德国及斯洛伐克反垄断审查通过；

（3）外汇监管机构授权银行的外汇业务登记；

（4）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不存在因交易对方或百炼集团原因而导致公司在融资文件项下无法提款的情况。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收购项目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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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5,035,00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4月1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472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1,320,000股，并于2019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

司股本总数由371,835,000股增至413,155,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总计45,035,000股，限售期自2019年

4月16日起12个月，限售股东为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财

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达晨创

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卢小波、唐鸣、刘加玉、于志勇、陶应彬、何丽平、吴学

军、马麟、何昌军等68名股东，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0.90%，上市流

通时间为2020年4月16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41,320,000股，总股本由371,835,000股变更为413,155,000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股371,835,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1,320,000股，上市后至今，公司限售股及总股本

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前涉及本次上

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股东唐鸣承诺：自天味食品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2017�年 9月 22�日受让自邓聪的天味食品股份，也不由天

味食品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天味食品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天味食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其他股份， 也不由天味食品

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股东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自天味

食品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于 2017�年 9�月

22�日受让自邓志宇的天味食品股份，也不由天味食品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天味食品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天味食品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其他股份，也不由天味食品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公司股东何丽平承诺：若天味食品在 2018�年 9�月27�日 （含当日）

之前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本人自公司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之日（即

2017�年 9月 28�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天味食品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2017年 9�月增资获得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

2017年 9�月增资获得的股份。若天味食品在 2018�年 9�月 27�日（不含当日）之后刊登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2017�年 9�月增资获得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 2017年

9�月增资获得的股份。自天味食品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天味食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其他股份， 也不由天味食

品回购该部分股份。

4、本公司股东尹翊嫚承诺：就本人于 2018�年 3�月 16�日受让自朱万晨

的天味食品股份，若天味食品在 2018�年 9月 27�日（含当日）之前刊登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本人自朱万晨取得公司股份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之日（即 2017�年

9�月 28�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天味食品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若天味食品在

2018�年 9�月 27�日 （不含当日）之后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本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自天味食品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也不由天味食品回购除该部分股份外本人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天味食品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其他股份。

5、由本公司 2017�年 9�月 8�日增资引入的其余 48�名股东承诺：若天味

食品在 2018�年 9�月 27�日（含当日）之前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

本人自公司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之日（即 2017�年 9�月 28�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天味食

品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若

天味食品在 2018�年 9�月 27�日（不含当日）之后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

书，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6、本公司股东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达晨盛世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卢小波、魏志红等14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天味食品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天味食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

天味食品回购该部分股份。

7、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在上

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 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天味食品发生派发股利、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的，上述发

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天味食品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发行前

所做出的承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5,035,000.00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4月16日；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68名；

4.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备注

1 卢小波 11,250,000 2.72% 11,250,000 - 注1

2

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670,000 2.10% 8,670,000 - -

3

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530,000

1.82%

7,530,000 - -

4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800,000 0.44% 1,800,000 - -

5 唐鸣 1,800,000 0.44% 1,500,000 300,000 注2

6

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

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630,000

0.39%

1,280,000 350,000 -

7 刘加玉 1,200,000 0.29% 1,200,000 - 注2

8 于志勇 1,130,000 0.27% 1,130,000 - 注2

9 陶应彬 1,000,000 0.24% 1,000,000 - -

10 何丽平 750,000 0.18% 750,000 - -

11 马麟 700,000 0.17% 700,000 - 注2

12 吴学军 700,000 0.17% 700,000 - 注2

13 何昌军 570,000 0.14% 570,000 - 注2

14 李栋钢 570,000 0.14% 570,000 - -

15 晏小平 500,000 0.12% 500,000 - -

16 魏志红 375,000 0.09% 375,000 - 注3

17 杨渊和 275,000 0.07% 275,000 - -

18 尹翊嫚 250,000 0.06% 250,000 - -

19 邓昌伦 225,000 0.05% 225,000 - -

20 吴虹 200,000 0.05% 200,000 - -

21 付晓岚 200,000 0.05% 200,000 - -

22 韩军 200,000 0.05% 200,000 - 注2

23 胡涛 200,000 0.05% 200,000 - -

24 雷鸿 200,000 0.05% 200,000 - -

25 粟立萍 200,000 0.05% 200,000 - -

26 涂志国 200,000 0.05% 200,000 - -

27 席章太 200,000 0.05% 200,000 - -

28 姚成 200,000 0.05% 200,000 - -

29 叶昆成 200,000 0.05% 200,000 - -

30 敖应洪 100,000 0.02% 100,000 - -

31 龚金辉 100,000 0.02% 100,000 - -

32 龚树林 100,000 0.02% 100,000 - -

33 贵用义 100,000 0.02% 100,000 - -

34 兰兰 100,000 0.02% 100,000 - -

35 李燕桥 100,000 0.02% 100,000 - -

36 梁金燕 100,000 0.02% 100,000 - -

37 刘凤英 100,000 0.02% 100,000 - -

38 刘薇 100,000 0.02% 100,000 - -

39 刘有林 100,000 0.02% 100,000 - -

40 彭茂竹 100,000 0.02% 100,000 - -

41 苏红 100,000 0.02% 100,000 - -

42 夏中军 100,000 0.02% 100,000 - -

43 熊峰 100,000 0.02% 100,000 - -

44 张德武 100,000 0.02% 100,000 - -

45 周立 100,000 0.02% 100,000 - -

46 左骥 100,000 0.02% 100,000 - -

47 杨峰伟 90,000 0.02% 90,000 - -

48 兰宏彬 80,000 0.02% 80,000 - -

49 贵用献 50,000 0.01% 50,000 - -

50 郭忠良 50,000 0.01% 50,000 - -

51 蒋煜 50,000 0.01% 50,000 - -

52 景柯岚 50,000 0.01% 50,000 - -

53 李春江 50,000 0.01% 50,000 - -

54 刘娟 50,000 0.01% 50,000 - -

55 吕朝康 50,000 0.01% 50,000 - -

56 王传明 50,000 0.01% 50,000 - -

57 席章国 50,000 0.01% 50,000 - -

58 肖大刚 50,000 0.01% 50,000 - -

59 肖永全 50,000 0.01% 50,000 - -

60 杨宁 50,000 0.01% 50,000 - -

61 杨宗厚 50,000 0.01% 50,000 - -

62 周容 50,000 0.01% 50,000 - -

63 周玉平 50,000 0.01% 50,000 - -

64 左楞 50,000 0.01% 50,000 - -

65 栗亚杰 40,000 0.01% 40,000 - -

66 段泽谋 20,000 0.00% 20,000 - -

67 李盼盼 20,000 0.00% 20,000 - -

68 谢文林 10,000 0.00% 10,000 - -

合计 45,685,000 11.05% 45,035,000 650,000 -

注1：截至2020年3月31日，股东卢小波已质押股份2,324,000股。

注2：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仍需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相关规定及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注3：公司股东冉薇持有公司18.75万股，因其未成年，股份登记在其母亲魏志红名下。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9,630,000 -19,280,000 350,00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52,205,000 -25,755,000 326,45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71,835,000 -45,035,000 326,8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41,320,000 45,035,000 86,355,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1,320,000 45,035,000 86,355,000

股份总额 413,155,000 - 413,155,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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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盐酸氨溴索胶囊及卡托普利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

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谊天平” ）及控股子公司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常州制药” ）分别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颁发的关于盐

酸氨溴索胶囊及卡托普利片（以下统称“上述药品”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上述药品通

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一、上述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盐酸氨溴索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3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人：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00282

审批结论：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药品名称：卡托普利片

剂型：片剂

规格：12.5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人：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32023730

审批结论：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上述药品的相关信息

盐酸氨溴索胶囊主要适用于急、慢性呼吸道疾病，如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

气管扩张，肺结核等引起的痰液粘稠，咳痰困难，由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研发，最早于1978

年在德国上市。2019年1月，信谊天平就盐酸氨溴索胶囊向国家药监局提出一致性评价申请并

获受理。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针对盐酸氨溴索胶囊的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

680万元。2019年信谊天平盐酸氨溴索胶囊实现销售收入为人民币487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 盐酸氨溴索胶囊在中国境内的主要生产厂家为安徽省先锋制药有限公

司、四川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等。IQVIA数据库显示，2019年盐酸氨溴索口服胶囊剂医院采购金

额为人民币883万元。

卡托普利片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由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研发，最早于

1981年在美国上市。2018年10月， 常州制药就卡托普利片向国家药监局提出一致性评价申请

并获受理。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卡托普利片（12.5mg和25mg）的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

费用约人民币528.84万元。2019年常州制药卡托普利片（12.5mg）未进行销售；卡托普利片

（25mg）实现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4,381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境内该药品的主要生产厂家为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等。IQVIA数据库显示，2019年卡托

普利片（12.5mg和25mg）医院采购金额为人民币1,523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制药已于2018年完成了卡托普利片（25mg）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工作（详见公司公告临2018-040号）。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

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因此盐酸氨溴索胶囊及卡托普利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

大上述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上述药品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〇年四月八日

山西证券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山西证券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2020年第1号）全

文于2020年4月8日在本公司公募基金业务网站[http://publiclyfund.sxzq.com:8000/]和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

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573）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3713� � �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0-045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80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A款

● 委托理财期限：2020年4月7日至产品本金支取日

● 履行的审议程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36天” 产品

已到期收回，公司已收回上述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本金和收益，相关协议履行完毕。具体情况

如下：

序

号

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理财金额（万

元）

收益率 收益（元） 产品期限

1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36天

银行理财产

品

800.00 3.50% 27,616.44

2020年3月2日

至2020年4月 7

日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使用适度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907号”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2018年7月，

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812.00万股， 发行价为

11.2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9,612,4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等发行费用人民币40,

434,409.4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89,177,990.5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8年7月10日出具“天职业字[2018]17331号”《验资报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含利息/

理财收入净额）

1

上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标准和

特种罐箱项目

9,000.00 9,001.87

2

张家港保税区巴士物流有限公司改建甲、丙

类（干货）仓库等项目

8,109.96 8,146.01

3 辽宁鼎铭化工物流基地项目 7,496.00 5,820.50

4

铜川鼎铭汽车货运站有限公司铜川汽车货

运站项目

5,463.00 5,464.88

5 网络布局运力提升项目 2,500.00 2,502.70

6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新建项

目

3,848.84 2,845.86

7

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智能化物

流安全管理项目

2,500.00 1,264.70

合计 38,917.80 35,046.52

注：上表中“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 指截止到2020年1月16日的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

额。

（三）本次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理财金额

（万元）

预计产品收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

安排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蕴通财富活

期型结构性

存款A款

银行

理财

产品

800.00

根 据 3M� Shibor

（三个月期限的上

海银行间同业拆

放利率）与其基准

比较值比较并结

合存续天数进行

阶梯累进计算。

2020年4月7日

至产品本金支

取日

保本浮动

收益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购买的为低风险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内，公司财务部将与银

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

全。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A款

2、认购金额：人民币800万元

3、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4月7日

4、产品成立日：2020年4月7日

5、产品到期日：产品本金支取日

5、产品预计收益率：根据3M� Shibor（三个月期限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与其基准

比较值比较并结合存续天数进行阶梯累进计算。

6、 收益计算方式： 当日收益=客户当日持有的本产品本金余额×当日产品年化收益率

/365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银行理财资金池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其他情况

1、本次委托理财额度和期限未超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使用额度与期限；

2、本次委托理财产品为低风险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集资金安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购买的为低风险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内，公司财务部将与银

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

全。

四、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601328，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569,123,443.18 1,857,138,545.53

负债总额 1,093,320,951.67 591,734,297.43

净资产 1,475,802,491.51 1,265,404,248.10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514,355.26 130,144,169.92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为8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2019年12月31日）货币资金的比例

为5.83%， 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使用适度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 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流动资产” ，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

资收益” 。

六、风险提示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

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最高不超过7,000.00万元、同时累计发生额不超过70,000.00万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实施现金管理的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

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密尔克

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2）、《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6）。

八、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7,626.31 26,156.31 163.89 1,470.00

合计 27,626.31 26,156.31 163.89 1,47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22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1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8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47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530.00

总理财额度 7,000.00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544� � �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1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新股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2020年3月26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受理序号：200568），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8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参加中信建投证券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0

年4月8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中信建投证券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长盛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410

二、优惠活动期间

自2020年4月8日起，优惠活动截止日以中信建投证券通知为准，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

告。

三、优惠活动内容

自2020年4月8日起，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柜台委托和手机证券系统认购

上述开放式基金（场外前端收费模式）,�其认购费率享有1折优惠；原认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以上费率优惠政策如有变更，请以中信建投证

券通知为准。

四、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认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认购手续费，不

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认购手续费。

2、投资者在中信建投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信建

投证券的规定。

3、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4、费率优惠解释权归中信建投证券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

者留意中信建投证券的有关公告。

五、咨询方式：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2、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2666

网址：www.c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8日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信息官任职公告

送出日期：2020年04月0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首席信息官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首席信息官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颜继杰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

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0-04-07

过往从业经历

2006年9月至2012年11月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统维护工程师；2012年11

月至2016年7月任中原英石（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监助理；

2016年7月加入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信息技术部总监。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学位

注：根据2015年4月24日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不再适用。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备案手

续。

特此公告。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8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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